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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忻志
华） 7日，“露明杯”第33届宁波市围棋团
体赛在市智力运动训练基地收枰，16支队
伍经过2天6轮角逐后排定名次。由曹汝
旭、徐启荣、钟一华、陈科达组成的鄞州衡
信房产队发挥出色，夺得团体冠军；由应开
春、张默、冯健、赵永强组成的海曙区代表
队获得团体亚军；由苏广悦、黄明磊、张屠
桥、杜竹欣组成的海曙露明电器队摘得团
体季军。获得第四至八名的队伍依次是鄞
州区代表队、奉化区代表队、余姚市代表
队、江北区代表队、江北区二队。

“露明杯”是我市历史最久的传统性围
棋赛事之一，也是奖金总额最高、水平最高
的市级围棋团体赛，由市围棋协会副主席
杜竹欣出资创办。酷爱“手谈”的他还组建
了宁波疏浅围棋俱乐部征战城市围棋联
赛，为甬城围棋“塔尖选手”搭建了以棋会
友的良好平台。

作为一项老牌围棋赛事，市团体赛历
来是各区县（市）围棋协会和各个系统、单
位围棋好手们组团争锋之地。近年来该项
赛事允许各队引入一名外援，更是增加了
比赛的激烈程度。此次夺冠的鄞州衡信房

产队中，曹汝旭、徐启荣、钟一华都是甬城
知名棋手，尤其曹汝旭近期以“开挂”的状
态连续夺得了鄞州棋王赛、中迪杯冠军赛
和市团体赛等多项冠军，本次比赛他再度
保持全胜。外援陈科达也保持了6轮全胜
的战绩，他是台州人，在宁波从事围棋教学
工作，去年曾帮助鄞州二队在第32届宁波
市围棋团体赛上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大批青年棋手正
在走向宁波围棋的舞台中央。例如此次获
得季军的海曙露明电器队中，苏广悦、张
屠桥都是走出大学校园不久；获得第四名
的鄞州区代表队除了主将周磊外，熊天
麒、徐逸辰、陈宗政都是学生棋手，他们
也是几年前宁波少儿比赛的佼佼者。还有
以“补单”形式特许参赛的鄞州区少年队
中，刚刚升入初中的女生范一唯担任主
将，6轮比赛4胜2负，另外3名小将卢
帅霖、蒲玉晟、文厚择也都有不错的表
现，他们在和成年人对手的较量中敢打敢
拼，最终排名团体第11位。随着近年我
市青少年围棋人口的迅速增加，往后各项
围棋大赛上势必会迎来越来越强劲的青春
力量。

本报讯（记者 戴斌）记者从宁波体育运动学校获悉，
2019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菁英杯”青少年足球联赛总
决赛10月6日在沈阳李铁8号足球公园落下帷幕，该校
U14女足队伍以不败战绩获得冠军。

本次“菁英杯”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共有60支球
队参加，比赛为期6天，小将们用对足球的热情向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在女子U14组别的较量中，宁波体校
队保持不败，除了获得冠军之外，还收获了多项个人奖
项：荆涛获得最佳教练员奖，莫晴获得最佳射手奖，张碧
雯获得最佳球员奖，熊远香获得最佳守门员奖，莫晴、刚
梅入选“希望之星”奖。

据了解，宁波体校U14女足队伍今年5月在“菁英
杯”青少年足球联赛大区赛上进入四强，从而获得总决赛
资格。而通过暑假强化训练之后，球队取得长足进步，在
总决赛上表现出色，面对大区赛中曾经战胜过自己的强
队毫不畏惧，最终以不败战绩夺冠。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朱政）为了更好地为老年
人提供运动健身锻炼的科学指导，宁波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将为老年朋友们提供免费运动风险评估测试，具体包括
骨密度、体成分、心肺功能、血管机能四个检测项目。

据了解，本次免费测试对象为50周岁至69周岁、无心脏
疾病等的健康人群。测试地址在宁波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海曙区蓝天路406号）；测试时间为10月15日-18日（工作
日上午9∶15-11∶30、下午1∶30-4∶00）。测试需提前预约，预
约电话：55664887，联系人：许老师，预约时间：10月9日-12
日（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4∶30）。

第33届市围棋团体赛举行

老牌围棋赛 青春势力盛
市体校U14女足
全国“菁英杯”总决赛夺冠

市社体中心将为老年人
进行免费体质测试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19115期：04 10 11 14 15 29 05
3D第2019267期：8 9 8
15选5第2019267期：03 07 11 12 14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19115期：4 9 2 0 3 5 3
20选5第19267期：03 04 06 08 15
排列5第19267期：0 3 5 4 4（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刚刚升入初中的范一唯（右）担任鄞州区
少年队主将。 记者 胡龙召 摄


